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虎鲸听阈研究新发现
虎鲸 (Killer whale, Orcinus orca) 是公认的世界上分

虎鲸的听力与海豚并无明显差异，其听力最敏感的频段的最

布最为广泛的水生哺乳动物之一。早期发表在 J. Acoust.

低阈值出现在大约 34 kHz(49 dB SPL)，下限为 20 dB 的听

Soc. Am. 上的论文对虎鲸的听觉进行了研究，研究对象

阈频带范围为 5.0 kHz 至 81 kHz，下限 100 dB 的听阈截止

是两只成年雌性虎鲸及一只接近成年的雄性虎鲸。测听

频率则为 0.6 kHz 和 114 kHz。

结果表明，被试雄性虎鲸的听力有明显的高频缺失，且三

虎鲸是目前水生与陆生动物中进行过完整听力测试的

只虎鲸听力最敏感的频段均位于 15∼20 kHz 之间。2014

体型最为庞大的动物，本次的实验结果颠覆了传统的认知，

年，Miller 等 基 于 这 一 研 究 成 果 推 断 虎 鲸 的 听 力 阈 值 下

对后续鲸目动物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

限 低 于 其 他 鲸 目 动 物，因 此 对 人 类 活 动 产 生 的 声 学 干
扰更为敏感，也就是说虎鲸的活动受到人为噪声的影响
更明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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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这一数据来源的被试数目较少且年龄段集中，测

grams[J]. J. Acoust. Soc. Am., 2017, 141(4): 2387–2398.

试结果的可靠性需要更为细致的研究来验证。近期，来自美

[2] Szymanski M D, Bain D E, Kiehl K, et al. Killer whale

国加州的研究者们采用两种不同的仪器，对八只年龄跨度从

(Orcinus orca) hearing: 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 and

12 岁至 52 岁的虎鲸进行了详细的听力测试，频率范围覆盖

behavioral audiograms[J]. J. Acoust. Soc. Am., 1999,

100 Hz 至 160 kHz。测试结果表明，在本次实验的任何一只

106(2): 1134–1141. [3] Hall J D, Johnson C S. Auditory

被试虎鲸身上都无法复现出早期研究结果所提出的低于 20

thresholds of a Killer whale (Orcinus orca) Linnaeus[J].

kHz 频点的敏感阈值下限。此外，与其他研究结果对比发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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